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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澄迈”App新增“今日菜价”功能

澄迈推出价格公共服务
助百姓买到平价菜

本报金江10月22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林宇）“我每天都会关注App上的菜价，然后对
比价格，哪家卖得便宜就去哪家买。”10月22日，
澄迈县金江镇居民王女士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了
自己手机上“智慧澄迈”App的新功能。

近期，澄迈县一站式市民服务平台“智慧澄
迈”App新增了“今日菜价”应用功能，为澄迈老
百姓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价格公共服务，帮助老
百姓随时随地了解最新菜价，快速买到平价菜。

据悉，“今日菜价”应用由澄迈县工信科局、县
发改委及县商务局三方牵头，由海南本土互联网
企业易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旨在提供当地
最权威的价格公共服务信息。

该平台每日定时公布澄迈当地小白菜、上海
青、空心菜、白萝卜、茄子等10种政府差价补贴销
售蔬菜品种价格，及相应的销售网点名称。

同时，各销售网点实行“10+N”模式，在公布
政府差价补贴销售蔬菜品种价格的同时，根据各
自当日在售的其他蔬菜品种，更新相应价格。居
民在家中不仅可以实时查询到当日蔬菜价格，还
可对各销售网点价格进行比对。

稳定菜价是民生大事，作为“智慧澄迈”App新
增的特色便民服务功能，“今日菜价”应用通过技术
手段打通了物价监管部门和商家的信息互通渠道。
商家每天根据澄迈县发改委发布的协议价，通过
App后台嫁接的“菜价录入系统”录入蔬菜销售价
格，并实时更新蔬菜“在售”及“售罄”情况。

同时，澄迈县发改委对商家录入的价格进行
实时监测，确保菜价稳定在合理水平。

据悉，目前，该平台上线的销售网点已达10
家，下一步将增加至16家，主要以澄迈金江镇和
老城开发区内的大型商超和平价超市为主。今后
还将逐步向全县其他乡镇覆盖，让价格信息通过
大数据技术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G20创业圆桌对话会议
在三亚召开

本报三亚10月22日电（记者梁君穷）10月
22日上午，清华大学二十国集团（G20）创业研究
中心主办的G20创业圆桌对话会议在三亚开幕，
为期两天的圆桌对话将围绕“高质量创业服务，推
动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主题进行研讨。来自
G20成员国劳工部门和研究机构的官员和专家，
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国际劳工组织、经合组织代表，
以及国内有关单位代表共约8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与会专家集中讨论了国家政策支持、
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创业机会、数字时代的创
业等议题，清华大学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高建教授发布了《G20创业行动计划进展评估报
告》和《全球创业观察2018/2019中国报告》。

据悉，清华大学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是
为落实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和G20劳工就
业部长会议宣言，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清华
大学共同成立的，旨在为G20成员实施创业行动
计划提供思想、信息交流和技术支撑的良好平台。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孙
慧）一株摇曳的枝条上，长出一簇小红
花，万丛绿中一点红，煞是醒目。“这是
4年前种植的第一批红揽李培育苗，
现在已经开花了，长势还算不错。”10
月22日下午，在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道学站副站长梁学辉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经过4年的试验，曾被誉为红树
植物“大熊猫”的濒危植物红揽李已经
成功培育幼苗700多株，分批次开展
野外种植420株。

红揽李是珍稀濒危红树植物，
2014 年 ，中 国 红 树 林 保 育 联 盟
（CMCN）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红榄李
目前国内仅存14株，全部分布于海南，
其中三亚铁炉港分布9株，陵水大墩村
分布5株，但这些红树植物均处于老化
或退化阶段，亟待加强保护。2014年
起，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
红揽李开展培育，成功培育出红揽李
幼苗700多株，并建立红揽李野外种
植基地，将420株红揽李种苗分批次
被移植到野外的种植基地里。

在红揽李种植基地，记者看到，第

一批种植的红揽李大部分已经长到两
米左右，部分长势较好的已经有3米
多高。每株刚移植不久的红揽李种苗
周边都树立一圈蓝色的杆子，这是为
了在寒潮来临时围起薄膜保护红揽
李。东寨港管理局科研科工作人员夏
进川介绍，目前第一批红揽李已种植
4年，除了部分发现有轻微的病虫害
外，其余都长势良好。

红树林生态系统在维持海湾生
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2013年以来，东寨港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树林及湿地生
态系统出现退化情况。2014年“威
马逊”强台风袭击又造成92.28公顷
红树林倾倒枯死。东寨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多方寻求对策措施，
联合科研团队对红树林开展生态系
统评估与生态修复。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就地挖沟填滩抬高种植区滩涂地，以
红树林的速生树种、慢生树种混合交
搭方式种植。同时，针对因自然灾害
造成的残次林地，实施挖沟清淤，起垄
整地，对破坏区域补种种苗或是胚轴

插杆，促进区域生态系统修复。
由于潮水冲刷，海浪侵蚀严重的

沿岸红树林经常伏倒，为破解这一困
难，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经过多次试验探索出护岸修复模式，
利用废弃牡蛎壳在河道边堆叠形成
生态消浪护岸掩体，再从河道清出淤
泥填高河道两岸，种植红树苗木进行

修复，成功护岸5000多米。目前，东
寨港的红树林面积已经达到1771公
顷，有红树植物19科 36种，占全国
的97%。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修复，保护培育红树植物

濒危植物红揽李野外试种420株

本报三亚10月22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
讯员卢音）10月22日上午，三亚市中级人民
法院、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亚市
两级法院）对4起恶势力犯罪案件进行集中宣
判，1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
17年不等刑罚及处以相应财产刑等。

自2018年1月中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以来，三亚市两级法院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审判工作，先后依法审理了7个社会影
响较大、关系社会民生的涉恶犯罪团伙、犯罪
集团。此外，该市两级法院受理恶势力“保护
伞”案件2件2人。

三亚集中宣判4起恶势力犯罪案件
13名被告人分别获刑1年到17年不等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覃易琼）10月22日，海口市、区两级法院集中宣判
4起涉恶势力犯罪案件，1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到12年5个月不等刑期。

2016年以来，邹某纠集蔡某、卜某奇等人
在海口美兰区椰林路一带帮人看赌场、追债及

吸毒、赌博，并置办了自制火药枪、弹药及管制
刀具，为非作歹。

22日上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邹某、
蔡某、卜某奇等3人涉恶势力犯罪案件进行二审公
开宣判，判处邹某有期徒刑6年5个月、蔡某有期
徒刑6年4个月、卜某奇有期徒刑5年6个月。

海口两级法院集中宣判4起涉恶案件
在海口美兰区椰林路一带为非作歹的3人涉恶团伙栽了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 （记者
李磊 通讯员王颖）10月22日上午，
省高院在海口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法院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2019·雷霆风暴”
第七号集中公开宣判特别行动整体
情况，以及全省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阶段性工作进展。

在此次特别行动中，有17家法
院分别进行公开宣判，共27宗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100名被告人被依法
判处11个月至24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其中，海口市琼山区甲子派出
所原副所长邢增能、屯昌县屯城派
出所原所长李正茂充当黑恶势力

“保护伞”，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

年和有期徒刑5年。10月 22日上
午发布会开始前，省高院还对海口
市甲子镇王世健等人犯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进
行公开宣判，驳回王世健等22人的
上诉，维持原判。

据悉，自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法院始终牢

固坚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
高线”和防范冤假错案的“法律底
线”，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刑
事审判工作。截至今年10月22日，
全省法院共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案件和恶势力犯罪案件 333 件
2060 人，“保护伞”犯罪案件 13件
15人，判处财产刑4684.68万元（不

包括涉案财物的处理）。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

表示，目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全
面进入爬坡攻坚的新阶段，全省法院
将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第二次推进会精神，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
新突破、新成效。

坚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高线”和防范冤假错案的“法律底线”

全省法院共审理涉黑涉恶案333件

扫黑除恶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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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东方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

儋州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0.940

1.069

1.113

1.143

1.242

1.244

1.247

1.289

1.294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澄迈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万宁市

琼海市

临高县

屯昌县

文昌市

定安县

海口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1.296

1.337

1.367

1.404

1.457

1.457

1.626

1.643

1.754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9月20日

8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 18个市县（不
包括三沙市）开展监测的29个在用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均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
率为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原
水，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
自来水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
水系统作为饮用水。三亚市半岭水
库饮用水源因实施除险加固工程，
水库原蓄水已泄干，不具备采样条

件，未监测。）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9年9月3日

2019年 8月，按《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评价，全省空
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99.3%，
良级天数比例为0.7%，无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天。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
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
碳 6 项指标进行计算）评价，2019

年 8月，我省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
分别是五指山市、乐东黎族自治县
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排名靠后
的分别是海口市、定安县和文昌
市。 2019 年 8 月全省 18 个市县

（不含三沙市）城市（镇）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如右图：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9月20日

2019年8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2019年8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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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对腐败和作风问题“零容忍”

琼海市纪委近日通报了该市长坡镇
良玖村党支部原委员、村委会原委员高仁
胜利用职务便利，在核发房屋重建补助款
过程中索要群众财物的问题。

2011年，良玖村委会东文山村小组
受灾村民雷某某向长坡镇政府申请洪涝
灾害损害房屋重建补助款。作为良玖村
委会负责民政、财务等工作的村干部，高
仁胜以帮助雷某某申请补助款为由，要求
对方收到补助款后，将一半补助款送给自
己作为感谢费。同年4月，雷某某取得
2.4万元补助款后，将其中的1.2万元和一
条香烟一起送给高仁胜。此外，高仁胜还
存在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的问
题。2019年7月，琼海市纪委给予高仁

胜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对其违纪所得予以
收缴。

琼海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高仁
胜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本应把人民
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及时为群众排忧
解难，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可高仁胜却将国家补助困难群众的

“救命钱”视为“唐僧肉”，主动索要感
谢费，影响十分恶劣。在面对组织审查
调查时，高仁胜更是心存侥幸、弄虚作
假，对抗组织审查。对高仁胜等基层干
部相关问题的严肃查处，充分表明了琼
海市纪委对腐败和作风问题坚持“零容
忍”，不断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的
坚定决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以案为鉴，汲取深刻教训，切实引
以为戒。

据介绍，琼海市纪委监委紧盯关键节
点，在元旦、春节、“五一”、端午等重要时

间节点前，选择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四风”问题典型案例在全市范围内
给予通报曝光，并制定印发明察暗访工作
方案和通知，成立明察暗访组对全市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四风”问题进行明
察暗访。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8月15日，涉嫌职务犯罪、潜逃国外
的谢贻琼被成功劝返，回国投案自首，这
是琼海市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首次成功
追回的外逃人员，体现了琼海市委以实际
行动践行“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态
度和坚定决心。

今年50岁的谢贻琼在担任琼海市潭
门镇林桐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兼
封上村小组组长期间，私自通过银行转账

方式，将尚未分配的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
120多万元据为己有，潜逃至国外。

谢贻琼出逃后，在省委追逃办具体指
导下，琼海市监察委员会积极协调市公安
局、检察院、法院等职能部门，抽调政治
强、业务精的人员组成工作专班，专司追
逃追赃工作。工作专班通过精心部署、主
动出击，采取强有力的工作措施，成功劝
返谢贻琼。

“谢贻琼的成功到案，再次证明腐败
分子外逃不是出路。下一步，我们将迎难
而上、乘胜追击，不断推动琼海市追逃追
赃工作取得更大战果。”琼海市监察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琼海市纪委监委正确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把纪律挺在前面，始
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突出重点、精
准有力惩治腐败。

（策划 撰文/易修呈 丁丁）

今年1月-9月，琼海市纪委运用“四种形态”处理293人次，立案97件98人

驰而不息正风肃纪 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大家要从腐败案件中吸取深刻教训，以典型案例为

警示，务必始终做到慎微慎独、慎初慎行，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好表率。”近日，琼海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徐建在琼海市纪委监委领导班
子廉政专题会上说。

今年以来，琼海市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
主线，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惩治腐败高
压态势，着力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打造过硬的纪检监
察队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取得新成效。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据介绍，琼
海上下驰而不息正风反腐，让监督成为工作常态，使党员
干部时刻感受到了监督的“存在感”。今年1-9月，琼海市
纪委运用“四种形态”共处理293人次；立案97件98人，
立案件数同比增长16.9%，立案人数同比增长12.6%。


